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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联盟第二届论坛

暨首届运动医学与关节镜昆明论坛

尊敬的各位同仁：

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联盟（PPRD-SMA）是响应国务院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

展、一带一路的规划而设立的医疗行业的区域合作团体。PPRD-SMA 自 2017 年 5

月 20 日成立以来，致力于泛珠三角区域的运动医学医师规范化培训，加强学术

交流合作，带动区域运动医学事业的均衡发展。PPRD-SMA 首届论坛于 2017 年 5

月在广州成功召开，加强了泛珠三角地区运动医学的交流，促进了整个珠江流域

运动医学均衡发展，推动了泛珠三角区域乃至全国的运动医学发展。 

PPRD-SMA 组委会决定，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联盟第二届论坛将于 2018 年

3月 16-18日在昆明举行，届时将同时举行首届运动医学与关节镜外科昆明论坛。

本次大会由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联盟，云南省医师协会运动医学医师分会主

办，云南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云南省医院协会医学工程管理专委会协办，昆

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承办。届时国内外运动医学知名大师及泛珠

三角区域的运动医学专家和同道们将围绕关节镜最新技术、运动损伤的新进展、

关节置换及康复理疗等相关专题进行探讨，以主题演讲、专题讨论、大会发言、

卫星会议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现运动医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共同分享国内经

典病例和临床经验，进而推动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

此，大会组委会诚挚邀请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们坚信，本届大会必将是一场影响力巨大的运动医学盛会，让我们共同携

手为我国运动医学事业的发展群策群力，砥砺前行！ 

PPRD-SMA 第二届论坛期待您的到来，美丽春城欢迎您！ 

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联盟理事会 

首届会长：

候任会长：



欢迎辞 

区间运动医学学科建设差距并达到均衡发展，“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联盟第二

届论坛暨首届运动医学与关节镜昆明论坛”将于 2018 年 3 月 16-18 日在云南省

昆明市隆重召开。今后将在联盟内各地开展相关的学术交流、技术推广及规范化

培训等活动。 

本次会议将延续首届论坛的风格和特点，设有大师讲堂、上肢运动医学、下

肢运动医学、人工关节与数字医学、脊柱与康复护理、青年论坛等六个主题，以

大师演讲、专题讨论、大会发言、失败病例讨论、病例分享、手术演示、卫星会

议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现运动医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共同分享国内经典病例

和临床经验，进而推动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我们坚信，本届大会必将是一场影响力巨大的运动医学盛会，让我们共聚昆

明,共同携手为我国运动医学事业的发展群策群力，砥砺前行！ 

大会主席

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联盟理事会首届会长 

尊敬的泛珠三角区域各位同仁：

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联盟（PPRD-SMA）

自创办之初就致力于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事

业的发展，并于 2017 年 5 月在广州成功举办泛

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联盟首届论坛，为相关专

业同道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对促进珠江流域运动医学与关节镜外科的学科

发展和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进

一步提升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水平，缩短地



欢迎辞

本次大会涉及运动医学相关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关节镜微创技术、病例

分享、手术演示等，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届时将有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陈启明教

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敖英芳教授，国家体育总局李国平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陈世益教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李卫平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

箭教授等国内外著名运动医学大师作专题讲座，以及泛珠三角区域同道们的经验

分享、疑难病例讨论，大会突出新颖、精深、实用，一定让您满载而归！ 

昆明是我国著名美丽的国家级最佳旅游城市，三月的昆明繁花似锦、春光明

媚、鸟语花香。作为承办方，我谨代表组委会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泛珠三角区域

运动医学联盟第二届论坛暨首届运动医学与关节镜昆明论坛”，让我们开启 2018

年的学术盛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相聚彩云之南，为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

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努力。 

真诚期待与您相约在美丽的春城、饮水珠江之源！ 

大会执行主席

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联盟理事会侯任会长 

尊敬的各位运动医学同仁：

为促进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事业的发展，由泛

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联盟理事会、云南省医院协会医

学工程管理专委会主办，云南省医师协会运动医学医

师分会、云南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协办，昆明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承办的“泛珠三角区域

运动医学联盟第二届论坛”将于 2018 年 3 月 16‐18

日在春城昆明举行。



大会组织架构 

荣誉主席： 

敖英芳、李国平、陈世益、陈启明、刘玉杰、陈百成 

大会主席 

李卫平 

执行主席 

李彦林 

特邀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卫明、王洪、王健全、邓忠良、冯华、邢更彦、吕伟、

刘宁、孙磊、李云霞、李长青、余家阔、张磊、张文涛、张西

峰、张磊、张晓南、郑江、杨柳、姚建华、徐卫东、黄伟、

崔国庆、康汇、康鹏德、章亚东、蔡道章、裴福兴、戴雪松 

郑文杰

学术委员会 

主席：韦庆军 

副主席（按姓氏笔画排名）： 

吕红斌 向明 刘毅 张春礼 陆伟 陈鸿 陈惟蒨 陈游  

金旭红 高志增 容树恒 黄长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万汉明 王于领 王文 王文怀 王平 王永胜 王传洲 王庆华 

王丽华 王和杰 王威立 王俊良 王添欣 王辉 王道明 王贤

王福科 王毅 韦力 韦钊岚 毛军 文毅英 方建辉 方逵 孔

庆利 石展英 卢春光 白云波 邢崇慧 朱春冀 伍少玲 仲鹤



鹤 任静 向孝兵 向柄彦 刘力 刘丙立 刘立柱 刘江华 刘

志远 刘怀烈 刘金标 刘建伟 刘浪 刘超 汤武斌 许三恩 

许树柴 许鹏 孙川江 孙可 孙凯 孙贵才 孙鹏鹏 劳晨登 

苏志雄 杜刚 李文虎 李书振 李百川 李帆冰 李刚 李红 

李红彪 李林 李忠 李波 李思云 李峥嵘 李俊 李洪波 李

峰 李健阳 李浩 李容镇 李雄杰 李皓 李滔 李霞 杨明礼 

杨洪彬 杨晓 杨景帆 杨睿 肖国庆 肖诗梁 吴术红 吴兴源 

吴宇峰 吴志安 吴志显 吴国志 吴强初 员晋 岚王贤 邱必

成 何飞 何庆建 何林宜 何实为 何爱珊 余林薪 邹国耀 

汪群力 宋世峰 宋斌 张大刚 张文涛 张玉兴 张传林 张宇 

张启明 张建军 张俊 张涛 张辉 张斌 张楠心 张锡光 张

锦辉 张新涛 陆小平 陆定贵 陆俭军 陆恩武 陈子杰 陈文

昭 陈世强 陈业平 陈立刚 陈志超 陈岗 陈应东 陈杭 陈

秋生 陈俊 陈雪松 陈鸿武 陈滨 邵思海 武志洪 苟凌云 

范宁 林义焕 林坚平 林冠群 欧阳侃 罗世兴 罗勇 罗高斌 

周明 周建飞 周钢 周通华 庞彤 郑力恒 郑小飞 郑佳鹏 

郑豪芬 孟增东 赵立连 赵永刚 赵华磊 赵良虎 赵学平 赵

隆队 赵道洪 郝亮 胡正雄 胡勇 柳海峰 钟佳 闻树林 姚

军 秦岭 袁松柏 耿承奎 贾丙申 夏吉生 钱敏 徐刚 徐海

涛 高立华 高志 高凯章 高京平 唐刚健 唐继仁 唐新 涂

明中 陶军 姬广林 桑鹏 黄文 黄国良 黄波 黄建荣 黄彦 

黄勇 黄巍峰 曹斌 龚时国 龚继承 崔卓航 崔明 银毅 符



丹 董财荣 董应军 蒋俊 韩贵宾 覃文报 程松苗 傅世铨 

傅仰木 曾凡 曾春 曾起 曾媛芳 曾新 谢水华 谢向运 谢

行思 蒲劲松 赖传浩 雷鸣鸣 雷荣福 蔡国锋 阚树文 谭文

成 谭志超 谭昱 谭桢 谭海涛 熊川 熊翔 黎志强 黎国权 

潘魏巍 Gorman Ngai Raymond Li 

组织委员会 

主席：李箭 

副主席（按姓氏笔画排名）： 

丁晶 王广积 王昆 米琨 李坚 李强 邱冰 黄华扬 黄咏仪 

童良勇 雷光华 戴闽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万汉明 王于领 王文 王文怀 王平 王永胜 王传洲 王庆华 

王丽华 王和杰 王威立 王俊良 王添欣 王辉 王道明 王贤

王福科 王毅 韦力 韦钊岚 毛军 文毅英 方建辉 方逵 孔

庆利 石展英 卢春光 白云波 邢崇慧 朱春冀 伍少玲 仲鹤

鹤 任静 向孝兵 向柄彦 刘力 刘丙立 刘立柱 刘江华 刘

志远 刘怀烈 刘金标 刘建伟 刘浪 刘超 汤武斌 许三恩 

许树柴 许鹏 孙川江 孙可 孙凯 孙贵才 孙鹏鹏 劳晨登 

苏志雄 杜刚 李文虎 李书振 李百川 李帆冰 李刚 李红 

李红彪 李林 李忠 李波 李思云 李峥嵘 李俊 李洪波 李

峰 李健阳 李浩 李容镇 李雄杰 李皓 李滔 李霞 杨明礼 

杨洪彬 杨晓 杨景帆 杨睿 肖国庆 肖诗梁 吴术红 吴兴源 



吴宇峰 吴志安 吴志显 吴国志 吴强初 员晋 岚王贤 邱必

成 何飞 何庆建 何林宜 何实为 何爱珊 余林薪 邹国耀 

汪群力 宋世峰 宋斌 张大刚 张文涛 张玉兴 张传林 张宇 

张启明 张建军 张俊 张涛 张辉 张斌 张楠心 张锡光 张

锦辉 张新涛 陆小平 陆定贵 陆俭军 陆恩武 陈子杰 陈文

昭 陈世强 陈业平 陈立刚 陈志超 陈岗 陈应东 陈杭 陈

秋生 陈俊 陈雪松 陈鸿武 陈滨 邵思海 武志洪 苟凌云 

范宁 林义焕 林坚平 林冠群 欧阳侃 罗世兴 罗勇 罗高斌 

周明 周建飞 周钢 周通华 庞彤 郑力恒 郑小飞 郑佳鹏 

郑豪芬 孟增东 赵立连 赵永刚 赵华磊 赵良虎 赵学平 赵

隆队 赵道洪 郝亮 胡正雄 胡勇 柳海峰 钟佳 闻树林 姚

军 秦岭 袁松柏 耿承奎 贾丙申 夏吉生 钱敏 徐刚 徐海

涛 高立华 高志 高凯章 高京平 唐刚健 唐继仁 唐新 涂

明中 陶军 姬广林 桑鹏 黄文 黄国良 黄波 黄建荣 黄彦 

黄勇 黄巍峰 曹斌 龚时国 龚继承 崔卓航 崔明 银毅 符

丹 董财荣 董应军 蒋俊 韩贵宾 覃文报 程松苗 傅世铨 

傅仰木 曾凡 曾春 曾起 曾媛芳 曾新 谢水华 谢向运 谢

行思 蒲劲松 赖传浩 雷鸣鸣 雷荣福 蔡国锋 阚树文 谭文

成 谭志超 谭昱 谭桢 谭海涛 熊川 熊翔 黎志强 黎国权 

潘魏巍 Gorman Ngai Raymond Li 

大会秘书：宋斌、王国梁、王坤、刘恋 

 



 

 

 

日期 
学术安排 

上午 中午 下午 晚上 

3 月 16 日 大会报到 
泛珠三角区域运动

医学联盟座谈会 

3 月 17 日 
开幕式 

大师讲堂 
卫星会

上肢运动医学

专场 

欢迎晚宴 

下肢运动医学

专场 

人工关节与数

字医学专场 

脊柱、康复与

护理专场 

3 月 18 日 

云南青年

医师比赛

专场 

闭幕式 撤离 

 

 

 

 

 

会议初步日程 



 

 

 

 

泛珠三角区域运动医学联盟及全国各医疗单位的运动医学科、骨

科、康复科、疼痛科及影像科医师，云南省医院协会医学工程专委会

全体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运动医学医师分会全体委员，云南省医学

会运动医疗分会全体委员。 

 

参加本次会议的正式注册代表可申请获得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

Ⅰ类学分 8 分。

参会人员 



 

 

 

1、注册流程：参会人员请先登录大会网站（微信内可打开）：

http://ynsm2018.medmeeting.org/cn，点击大会网站 【个人代表注册】

或【团队代表注册】按钮。 

（1）首次登陆平台的用户，需要进行平台系统新用户账号注册。 

在官网点击【个人代表注册】或【团队代表注册】按钮→【新用户注

册】按钮→【提交信息】按钮→【参会注册】按钮，选择注册类型→

【确认提交】按钮。 

（2）已有平台账号用户，直接在官网点击【个人代表注册】或

【团队代表注册】按钮→【参会注册】按钮，选择注册类型→【确认

提交】按钮。 

（3）微网站注册，点击【报名参会】按钮，选择注册类型→【确

认提交】。 

2、注册缴费：参会人员请先登录大会网站（微信内可打开）：

http://ynsm2018.medmeeting.org/cn， 在线支付可缴纳注册费、住宿费。

目前已经开通网络银行支付功能。选择前期注册类型的个人代表，请

务必在网上参会注册选定注册类型后，在支付方式那里请选择【在线

支付】方式，再选择您的发卡银行（您的银行卡需要开通网上银行功

能，信用卡则可直接使用），按照网页提示进行注册费的网上支付操

作。 

3、注册费用：云南省内参会人员注册费 800 元，其它地区免注

注册须知 



册费，但需网上填写注册信息，住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1）会前缴纳：首先请在大会网站填写您的注册信息，核对注册

类型→【确定付款信息】按钮，在线完成支付，注册缴费成功。 

（2）开会缴纳：首先请在大会网站填写您的注册信息，然后开会

报到时现场缴费。 

（3）免注册费：首先请在大会网站填写您的注册信息，开会报到

时凭身份证领取胸卡入场。 

4、注册费用：在大会官网完成注册后，点击【酒店预订】按钮，选

择酒店房型、入住及离店时间→【提交住宿信息】按钮，→【确定付

款信息】按钮→在线完成支付。 

 

 

 

 

 

 

 

 

 

 

 

 

 

 

 



 

 

 

凡内容涉及运动医学与关节镜、脊柱微创及关节置换相关专业领域的临床、

康复与护理新进展和研究成果，且尚未在国内外杂志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均可投

稿。投稿只需论文摘要，摘要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基本形式。请在摘要

下注明：第一作者姓名、单位、职称、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及电子邮

箱。投稿方式：采用电子邮箱投稿。摘要经过专家审核后选出优秀论文进行大会

交流，同时收录入本届大会论文集。 

投稿电子邮箱：yundongyixue2018@sina.com. 

截稿日期：2018 年 2 月 25 日。 

 

 

 

会议报到：2018 年 3 月 16 日 09:00-18:00 报到。 

会议时间：2018 年 3 月 17 日全天及 3月 18 日上午会议交流。 

会议地点：昆明云安会都酒店（昆明西山区石安公路马街路口）。 

联系人：王国梁：15969405327；王坤：18469165779；刘恋：13669793556 

 
 

会议征文须知 

美丽的春城期待您的到来！ 

会议基本信息 


